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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智慧的女人
访中国水网执行董事张丽珍
本刊记者

黄 婧

见到张丽珍之前，我们通过两次电话。电话
那端声音温柔甜美，笑语盈盈，未曾谋面便已在
心中认定她一定很美。待到见面那天果然不出所
料，清爽短发衬托灿烂笑颜，令人心生亲切。谈
起人生和事业，她神情郑重，言辞坚定，俨然是
能撑起半边天的大女人。但忆起青青校园，说到
爱情，她又总是未语先笑，彷佛还是清华园里那
个活泼的小女生。
一个很“女生”的女孩子
像无数清华学生一样，张丽珍是以天之骄
子的身份进入清华园的。她学习成绩一向优异，
高考时更是吉林梅河口市的状元。优秀的女生
大多心高气傲，竞争性很强。但张丽珍偏偏生
性随和，看到身边的同学们都很优秀她心生喜
悦，因为在这样的集体里能够学到更多东西，
获得更多成长。入学后她很快融入到新的环境，
和同学们成为好友。
在清华的生活，张丽珍如鱼得水。对于在小

张丽珍
中国水网 ／ 中国固废网执行董事、国家环
境保护技术管理与评估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
１９９３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系，２００５ 年
获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硕士学位。先后从事过
汽车车身设计、市场营销、信息管理等工作，

镇长大的她来说，进入清华，就像世界向自己打
开了一扇窗。她愉快地体验着更丰富的生活，加
入学生社团，练习跳舞，参加各种活动，每一个
经历都是对她的熏陶和培养。
张丽珍就是那种很“女生”的女孩子，姿容
秀丽，又富有艺术气息。她喜欢跳舞，学校里的

２０００ 年 创 建 中 国 水 网（ｗｗｗ．ｈ２ｏ－ｃｈｉｎａ．

舞会每周都去参加；在联欢会上和同伴一起演出，

ｃｏｍ），先后任副总经理、总经理、执行董事。

跳《雪在烧》，赢得台下如潮掌声。她喜欢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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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美术社团，在圆明园写生一坐就是几个小

要问自己：今天我有什么收获？我取得了什么

时。绘画为她打下了深厚的美术功底。现在她工

进步？这个习惯并非刻意为之，实是长期下来

作越来越忙，鲜有时间静下心来画画，就把一些

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君子博学而日叁省乎

基本知识运用到与之相通的摄影中，拍出了不少

己，张丽珍是最好的例证。每日自问时，如果

不俗的作品。

今天学到了一些新东西，她就会很开心。如果

大学时对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张

没有什么收获，就觉得心情不好。以此为动力，

丽珍的性格形成了永久的影响，直到今天她仍然

那些年她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充实自己，

热爱美，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她喜欢那句话：

提高自己。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这样你不觉得辛苦吗？”
张丽珍怔了一下才笑了，好像这是一个出乎

学习，是生命中的重要一部分

她意料的问题：“辛苦什么的，从来没想过啊。”

大学五年留下了无数美好记忆，但每个人都

的确，虽然是女性，但她在工作和学习中从

要走向社会，面对自己的成长，这是人生中的一

来未曾示弱。上学时汽车系的女生一样要拆汽车

门必修功课。

练基本功，工作以后去车间修汽车，偌大的解放

张丽珍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市京通

车和依维柯，她毫不犹豫就往车下钻。年轻的姑

客车厂做技术员。二十年前的国企工厂技术含量

娘谁不爱美、爱干净，但是工作起来浑身污迹斑

很低，即使身在技术科，专业上进益也很有限。

斑，她却毫不在意。

缓慢的工作节奏和闭塞的环境让张丽珍深深忧

换了工作之后张丽珍犹未满足，她总觉得什

虑，如果长期在这么慢的环境中生活下去，早晚

么都想学，什么都要会。她报名学习注册会计师，

会落伍的。第一份工作做了三年多，张丽珍萌生

一边照顾孩子一边上课，最后考试虽然没能全部

离意。从有了这个想法到付诸实施，也不过是几

通过，但是课程一科不落全部完成了。其后，她

天的时间。她几乎没有任何顾虑，就放弃了国企

到中住公司做信息中心经理，积累了一定经验。

的稳定工作。

２０００ 年，张丽珍在丈夫的影响下遇到了一个机会，

“当时为什么那么果断？”

创立了中国水网。从此之后 １３ 年，她一直在这里

“清华的女生就是这么自信吧，我当时就觉

辛勤耕耘。

得，没有我做不成的事。”张丽珍说这句话时神
采飞扬，彷佛又回到了那段时光。

张丽珍的丈夫是清华环境系的研究生，工作
后在建设部科技司做环境方面的科研管理。投身

离开国企后她没有急于寻找下一份工作，

水环境行业，可以说是受了他的影响，也是张丽

而是开始考虑给自己设置挑战。张丽珍心想，

珍给自己设置的一个新的挑战。她的倔强又冒了

自己是清华的工科出身，做事踏实、基本功扎

出来：“我不是专业出身，但是我不能忍受自己

实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足是和人交往缺乏社会

是一个外行。这是清华女生也是清华人的共同信

经验，没有过这方面的锻炼。既然要换工作，

念，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想方设法做好。既然

何不让自己转变大一点。“干脆做营销吧，缺

做了水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不懂怎么做好？”

乏经验没关系，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嘛。”

于是，２００１ 年，张丽珍回到清华，去读环境学的

于是，张丽珍从汽车行业转而进入了营销领域。

研究生。

这个决定看似惊人，其实是她的性格使然。热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当时她已经毕业八

爱学习的习惯，已经融入到血液中，成为她身

年，很多科目长久未曾接触，已经十分生疏。从

体的一部分。

汽车专业到环境学，本身跨度就很大。而且孩子

从少年时期开始，每晚临睡前，张丽珍都

还年幼，即使家里有老人帮忙照顾，但母亲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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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是谁也替代不了的。既要学习，又要兼顾工作
和家庭，压力不能说不大。但张丽珍无法停止自

活的热情从未消减过。
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每年张丽珍都要和朋友们

己的脚步，因为这是自己的一个信念，“没有人

一起驾车去中国的西部旅行，她在路上寻找自己，

来要求你，就是自己内在的需要，一定要做好，

体验生命，九年时间从未间断。

不做好就不舒服”。何况在她看来，这也不算什

自驾游是一项浪漫和威胁并存的活动，尤

么苦，人生起起伏伏，这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段

其是在西部山区，行车中常常遇到危险路段，

过程。

自然环境对人的体质也是极大考验。虽然经历
过许多危险和曲折，但旅途的美景和对心灵的

她的眼里从没有挫折

陶冶是宅在家中永远无法获得的体验。张丽珍

年轻人初入社会，经济上大都很拮据，张

很享受这个过程，她要坚持每年走下去。今年

丽珍也不例外。当年她和丈夫情投意合，结为

的计划也许是阿尔金山，“新疆太大了，也太

夫妻，却没有举行正式的婚礼，也没有从家里

美了。已经去了三次还没有走完，我要把新疆

得到任何经济援助，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裸

走完。”说这话时，张丽珍一脸的期待，彷佛

婚”。单位借给小夫妻俩一套两居室，还是两

是对她话语的注解。

家合住，属于自己的空间只有九平米，张丽珍
的儿子就出生在这里。当时纸尿裤之类的婴儿

与爱同行

用品刚刚上市，要划归为奢侈品的范畴，他们

每年一次的西部万里行，张丽珍并不是独自

消费不起。孩子一岁之前一直用尿布，一个晚

前往，不管走到哪里，她身边总有爱人的身影。

上要换七八次，全靠当妈妈的张丽珍一次次醒

八年来，张丽珍和丈夫就像流行的那本书——《我

来照看。夜晚睡眠质量根本无从谈起，第二天

们始终牵手旅行》。他们是同行的伙伴中唯一的

还要照常起来上班，日复一日，天天如此。但

一对夫妇，让众人艳羡不已。其实这只是他们甜

即使辛苦至此，她也从未觉得生活灰暗，只是

蜜生活的冰山一角。丈夫喜欢打高尔夫，张丽珍

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也被熏陶成业余爱好者。张丽珍为了调理身体练

产假期间张丽珍闲不住，想趁此机会再读一
个人大管理学的研究生。丈夫得知此事很是为难，

习易筋经，丈夫也常常陪伴左右，人生旅途处处
风景，他们一直携手同行。

和她商量：“你现在能不能先不去读研究生？咱

张丽珍说丈夫是个含蓄的人，她自己虽然有

们本来就不宽裕，如果你去上学，还要养孩子，

点浪漫情怀，可也常常不知如何表达。两人的生

咱家日子就没法过了……”话说到这份上，张丽

活其实很普通平凡。岂不知和对的人相遇相爱已

珍只好放弃。

是浪漫，身为女子，能与爱人相知相守更是幸运。

“当时觉得很受打击吗？”

平凡中的浪漫当事人也许并不以为意，其实都真

“没有啊，那就先不读嘛，这也是很自然的

实地存在着。

事。以后有机会再读。”张丽珍笑得十分灿烂。

问及为爱情保鲜的秘诀，张丽珍答：“我们

生活中似乎没有事能够打倒她，她所经历的

追求的是互敬互爱，相处中要换位思考。”共同

一切在她看来都不是挫折，只是一段有些辛苦的

生活这么多年，夫妇两人均以对方为重，从不以

日子罢了。

自我为中心。而且张丽珍特别注重培养自己的爱
好，提高自身修养，经常与丈夫沟通，与他志同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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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合，达到心灵上的默契。

热爱学习，善于自我挑战是张丽珍的标签，

作为妻子，张丽珍对感情珍之重之。作为母

但若据此把她归为工作狂一类那就错了。她对生

亲，她对儿子用心教育，贴心陪伴，能做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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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都是因为爱。
张丽珍虽然工作忙碌，但在孩子成长的关键
点上从不缺席。儿子刚刚懂事时，她首先教育孩
子做人要诚实，有诚信。别看平时是温柔可亲的
好妈妈，在这件事上却十分严厉：“做别的错事
妈妈都可以原谅你，但是不能撒谎，这是绝对不
可以原谅的。”张丽珍说，这是孩子为人的起点，
也是立世的根本。
随着儿子渐渐长大，张丽珍结合孩子的兴趣
给他引导，培养孩子好学上进的习惯。四五岁时
就给儿子介绍数学概念，从正负数和小数点开始，
结合生活常识给孩子出智力题，像讲故事一样培
养他对数学的兴趣。在妈妈潜移默化的培养下，
孩子长大之后数学成绩非常出色，考试得优竞赛
获奖都是手到擒来的事。
也许是继承了妈妈的多才多艺，孩子弹钢
琴颇有天赋，从五岁练起，虽不以考级为目的，
也已有一定造诣。学习之余他没有打游戏之类
的消遣，总是以弹琴和下棋作为放松。很早少
年的围棋就已是四段水平，聪慧头脑可见一斑。
在孩子眼中，张丽珍是一个特别值得信赖的
母亲，在人生的每个关键环节都能得到妈妈的帮
助。张丽珍为此看了很多教育学方面的书，力求

销学的知识。张丽珍非常有亲和力，与她相处如

在孩子成长道路上的每一步上给他指导。

沐春风，无形中增添了她的魅力。这一方面是天
生如此，另外也是她个人修为的体现。不管做人

智慧是一种成熟的聪明
张丽珍爱学习是出了名的，她在公司里给自
己封了一个职位叫 ＣＬＯ——首席学习官。不仅自

还是做事，她总是很认真。她说，“这也是一种
修炼。”
说这话时，张丽珍神情淡然，似有禅意。

己学习，还经常给员工讲课，带动大家一起进步。

在室内绿植的衬托下，她薄施脂粉的面容如清

讲课的内容多是关于营销和管理。这也是她二十

雅荷花，一枚金色的校徽点缀在衣领上，熠熠

年的奋斗经验。一个人若要成功，首先要有扎实

生辉。岁月彷佛没有在她身上留下痕迹，只为

的专业能力，另外有两个本领要着重培养，一个

她 增 添 了 成 熟 的 魅 力。 人 过 ４０， 她 变 得 更 有

是营销，另一个是管理。如果专业水平是主体，

积淀。年轻时候觉得聪明是最好的，现在她追

营销和管理就是两个翅膀，一定要掌握才能腾飞

求的是智慧，这是一种成熟的聪明，比聪明更

起来。

有高度更有深度。做事不走极端，看事情有战

有人以为营销就是销售学，其实营销是一个

略高度，使人生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我现

大范畴。大到一个城市，小到一个大学、一个组

在也没有完全做到，但这是我的努力方向。”

织都要有自己的特色。具体到人，也需要在家庭

张丽珍笑容和煦地说。拥有智慧的女人，果然

和工作中经营和睦的人际关系，这都需要运用营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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